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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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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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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介绍

期刊

期刊资源包括中文期刊和外文期刊，其中中文期刊共8000
余种，核心期刊3200种左右。外文期刊收录了世界各国出
版的20900种重要学术期刊。

学位

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
位论文收录共计524万多篇，年增30万篇；外文学位论文
累计收藏11.4万余册，年增量1万余册。

会议

会议资源包括中文会议和外文会议，中文会议收录共计
538万多篇，年收集4000多个重要学术会议，年增20万篇
全文每月更新；外文会议收录共计766万多篇会议论文。

图书

图书资源包括中文图书和中外工具书，中文资源总数量达
到54万种；外文工具书总量1615本。

知识服务新平台

资源详细介绍



1.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介绍

专利

专利资源来源于中外专利数据库，共收录中国专利1500万
余条，国外专利3700万余条，年增25万条。收录范围涉
及11国2组织。

科技报告

科技报告是描述科研活动的过程、进展和结果，并按照规
定格式编写的科技文献。中文科技报告源于共收录20000
余份；外文科技报告共收录外文科技报告1100000余份。

成果

成果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涵盖了国家、
省市、地方的成果公报、登记成果及推广成果等成果信息
共计87万多条。

标准

标准资源于中外标准数据库，收录所有的中国国家标准、
中国行业标准、以及中外标准题录摘要数据，共计43万
多条。中外标准题录摘要来源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知识服务新平台

资源详细介绍



1.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介绍

法规

法规资源主要由国家信息中心提供，共计近90万条。涵盖
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

年鉴

中国年鉴全文资源收录了1912年至今中国国内的中央、地
方、行业和企业等各类年鉴的全文文献，共计147万条。

地方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通常按年代分为新方志、旧方志
，新方志收录始于1949年，共计40000余册，旧方志收录
年代为新中国成立之前，近80000卷。地方志资源为万方
数据独家资源。

视频

万方视频是以科技、教育、文化为主要内容大类的学术视
频知识服务系统。现已推出高校课程、学术讲座、学术会
议报告、考试辅导、就业指导、医学实践、管理讲座、科
普视频等精品视频共计30500多部。

知识服务新平台

资源详细介绍



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劣势及解决方案

多源文献发现与获取

目前，新平台的资源与其他竞品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势，资源合作中心正在通过广泛合作来充实资源。

目前，新平台拥有的多源文献发现与获取功能，可以对当前资源方面的不足进行一定的弥补，结合用户信

息配置与资源路径解析，实现目标资源无缝获取。

1.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介绍



主要数据库资源介绍

新平台的主要数据库资源包括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会

议文献数据库”等29个数据库。

数据库资源及其元数据销售，在公

司发文“万方数据综发【2017】

18号”第一点的第（四）部份第3

小节有详细列出，相关文件可找部

门行政获取。

1.知识服务新平台资源介绍

官网上点击这个箭头可
以查看详细介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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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万方智搜

第二部分

市场部 & 数字图书馆事业部



跨语言检索

词表拓展检索

个性化检索

搜索词智能提示

全文下载

在线阅读（笔记）

原文传递

第三方原文链接

资源导航

多维分面

结果排序

结果分析

关联展示（引证关系、相关学者）

文献计量

热门文献

万方优选

个性化推荐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揭示 引导 发现检索

实体识别

基本检索（一框式检索）

高级检索

专业检索

注：本页标红字体的新功能，在

后面将逐一重点介绍，黑色字体

的功能解析可查看第四部分“术

语名词解析”或查看附件：《万

方智搜用户使用说明1.0》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跨语言检索

通过机器翻译、词表等方法实现对

检索词的多语种检索。

如检索information，系统会展示

包含命中“信息”和“information”

的多语种检索结果，并实现多语种混

合排序。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词表拓展检索

对检索词以可视化方式展示其上位词、

下位词、相关词等，引导用户尝试深层次

的检索。

如检索机器人，系统会展示包含以下词

汇的检索结果。

下位词：assembly machines、装配机器人；

同义词：automaton、自动机；

相关词：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个性化检索

基于用户日常行为的情感感知、学

术背景及协同过滤，向用户推荐个性

化检索结果。

目前该功能还未上线，具体上线时间

待定。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搜索词智能提示

基于用户输入行为，通过拼音识别、

智能纠错、智能匹配等对检索词进行智

能提示。

如检索框内只输入了jiqir，系统会进

行识别匹配列出提示词。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实体识别

可对用户输入的检索词进行学者、期

刊、机构等实体识别。如用户检索张

建国，系统会显示出全部相同结果，并

按规则进行排序；同时也会推送近期要

召开的该领域的会议。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文献计量

在传统文献计量基础上，结合用户使

用数据及社交媒体关注度，建立万方

自有的学术评价指标，为用户找准论

文提供更多参考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热门文献

提供热门文献推荐以及专题

聚焦、科技动态等行业资讯信

息服务。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万方优选

基于知识关联推荐，包括同项目文

献、同主题文献、相关视频、博文、

相关主题、学者推荐等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个性化推荐

基于协同过滤推荐（用户行为、学

术关系等）实现的智能推荐。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在线阅读

用户可以进行无缝衔接的便捷操作，

实现个性化文献管理。

无缝操作包括：收藏、分享、标签、

笔记、订阅；

用户对文献的阅读、下载等操作，

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知识管理。



2.知识服务新平台新功能介绍

 第三方原文链接

支持NSTL和ISTIC文献传递系统的

嵌入，根据检索结果可直接发请求到

文献传递系统。

同时，发现系统会根据用户购买情

况提供同一篇文献的多种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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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名词解析

第三部分

市场部 & 数字图书馆事业部



3.术语名词解析

即简单检索、快速检索。默认在全部类型下多个公有字段内检索，也可

进行简单的字段限定检索。也提供单个文献类型一框检索。

基本检索
（一框式检索）

我们对销售过程中遇到过不懂的或容易混淆的词汇进行了总结

相对于基本检索而言，高级检索是信息检索入口的途径之一，用户除了

可以输入普通的关键词外，还可以使用多于基本检索的标准，对指定字段

检索和表达式构建相结合进行检索，用以精确检索结果，排除用户不需要

的检索结果。

高级检索

专业检索通过支持用户自主输入检索式来得到更加满足检索条件的结果。专业检索

二次检索是指在当前这次检索结果范围内，再次输入不同的检索词，经

过多次的二次检索，逐渐缩小文献范围，使检索结果更符合检索需求。
二次检索



3.术语名词解析

主题词表，又称叙词表、检索表或词库。是文献与情报检索中用以标引

主题的一种检索工具。它是一些规范化的、有组织的、体现主题内容的、

已定义的名次术语的集合体。

主题词表

主题词又称叙词，在标引和检索中用以表达文献主题的规范化的词或词

组。
主题词

词表中词间关系的一种。上位词是指概念上外延更广的主题词，例如

“植物”是“花”的上位词。
上位词

词表中词间关系的一种。下位词是指概念上内涵更窄的主题词，例如：

“信息处理”是“信息”的下位词。
下位词

通过主题词表、引文网络关系等，引导用户更好的发现并拓展检索范围，

深挖更具体的研究主题下的资源。
深层次



3.术语名词解析

通过检索结果的细化分层和多维聚类（主题词、作者、核心等），科研

实体（学者、机构等）的识别和展示帮助用户在海量资源中快速定位最佳

匹配结果。

细粒度

基于主题词表，给出当前检索词的上位词、下位词、同义词等扩展词，

满足用户扩展检索需求。
智能扩展

优先数字出版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

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特点是出版时间快，出版方式灵

活，发行范围广。

优先出版
（优先数字出版）

关联指的是与检索词、文献或者学者相关的内容，如文献详情页的和本

篇文献知识相互关联的内容，包括相关文献、相关图书、相关主题、相关

博文等。

关联



3.术语名词解析

在检索结果页面，左侧的分面是根据检索结果，按照不同标准，例如资

源类型、出版时间、语种、来源数据库等进行聚类，通过各限定条件的选

择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范围。

结果聚类

开放存取是在基于传统出版模式以外的另一种选择。通过新的数字技术

和网络化通信，任何人都可以及时、免费、不受任何限制地通过网络获取

各类文献，包括经过同行评议过的期刊文章、参考文献、技术报告、学位

论文等全文信息，用于科研教育及其他活动。

开放获取
（OA）

为了满足无法通过网络直接获取文献原文，通过邮寄、电子邮箱、传真

等通讯手段来进行文献的传递的一种方式。新平台实现对NSTL（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中心）收录的文献进行原文传递。

原文传递



3.术语名词解析

核心期刊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是进行刊物评价的工具。例如：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美国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工程索引”（EI）、汤森路透“科

学引文索引”（SCI）等。

核心期刊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ISTIC（中国工程技术图书馆）合作，对ISTIC

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和获取。在检索结果页的右上角，对于购买了国内外

文献保障服务的机构用户，可以查看和原文传递ISTIC收录的文献。

国内外文献保障
（新平台未上线）

更多词汇欢迎您随时询问




